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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职工生活更有范儿
———东城区总工会加强文化建设精准服务职工侧记

东城区拥有着特殊的文
化氛围， 东城区总工会在此
基础上， 让拥有64年文化历
程的东城区工人文化宫作为
开展职工文化的阵地， 整合
市总工会、 区总工会和社会
组织的资源， 把更多更好的
服务引入工人文化宫， 发挥
文化宫育人作用， 为全区职
工会员提供更先进 、 更专
业、 更精准的服务， 为推动
全区文化建设增光添彩。

近年来， 东城区总工会
在区委的领导下， 在区政府
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，
对所属工人文化宫加大了
资 金投入 ， 使得工人文化
宫服务能力和水平得到显著
提升。

自2014年开始， 东城区
工人文化宫尝试举办职工
兴 趣班 ， 已有 4000多名职
工会员走进工人文化宫免
费 参加书画 、 诗词 、 民族
舞、 瑜伽等10多个项目的培
训学习。

2015年， 文化宫又建立
了职工体能测试及心理体验
中心， 为3000多名干部职工
进行了体能测试和心理咨询
体验， 培训心理辅导小教员
100余人。 为创新和拓展服
务方式和途径， 工人文化宫
以 “您的需求、 我的资源”
为目标， 同首批16家机关、
企事业单位签订了项目服务
协议， 为他们提供精准化服
务。 服务内容包括， 免费文
化兴趣班培训、 体质测试与
心理服务、 文化场次等。

职工文化活动的开展，
不仅受到了职工的欢迎， 也
引起了全区各单位的关注。
为此， 区总工会在各单位的
关心和支持职工文化事业的
建设发展的大好前景下， 以
职工需求为导向 ， 整合资
源， 创新方式， 在精准服务
上下功夫， 让广大职工会员
参与其中， 在活动中受到教
育、 学有所得、 增加修养、
提升境界。

与此同时， 区总工会将
职工文化活动与践行社会主
义核心价值观和 “四德教
育” 有机结合， 培育出更多
的职工文艺骨干， 创造出更
多的职工喜闻乐见的文艺作
品， 为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
居之区贡献力量。

随着时代步伐的加快， 东城区超前规划、 差异定位、 特色发展， 瞄
准了“首都文化中心区， 世界城市窗口区” 的新定位。 借此良机， 东城
区总工会结合北京市和东城区文化发展实际， 不断推进职工文化事业和
阵地建设。

激情热辣的东方舞， 沉
静唯美的瑜伽， 活力四射的
健身操 ， 激昂奋进的大合
唱， 还有诗书画音联袂演出
……这是一场职工才艺的大
汇演， 也是职工展现风采的
一次亮相。 这场内蕴丰富、
精彩纷呈的职工文化兴趣班
展演和服务项目签约仪式去
年12月在东城区工人文化宫
举办。

东城区总工会为了搭建
属于东城区职工的文化活动
阵地， 特色职工兴趣班孕育
而生。 这不仅丰富了全区干
部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， 陶
冶情操、 温润心灵， 提振精
气神， 还为广大干部职工繁
忙的工作生活营造和谐向上
的学习氛围。

4年来， 特色职工兴趣
班深受广大干部职工的喜爱
与追捧， 许多职工开班前就
一直关注并咨询报名信息。
尤其是在报名当天， 职工热
情高涨， 场面异常火爆， 报
名邮箱一分钟内收到几百封
报名邮件， 往往近千个名额
一天内全部报满。 这些都充
分体现了东城区广大干部职
工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强烈
追求与向往， 也体现出了职
工对区总工会精准化服务的
支持和认同。

今年3月下旬， 在区总
工会的支持下， 包含文化艺
术、 体育舞蹈11个种类19个
班次的职工兴趣班在东城区
工人文化宫火热开班了。

据了解， 今年特色职工
兴趣班除了继续开设以往口
碑好的课程外， 还根据广大
干部职工的需求新增设了课
程 ， 共 11个种类 ， 35个班
次。 其中， 体育舞蹈类包括
瑜伽班、 健身操班、 民族舞
班、 东方舞班、 八段锦班；
文化艺术类包括声乐班、 书
法班、 古诗词班、 绘画班、
牡丹班、 摄影班。

随着特色职工兴趣班的
相继开班， 学员的学习热情
饱满， 课上认真听讲， 课下
积极互动讨论， 整个东城工
人文化宫充满着浓浓的文化
氛围。

在瑜伽、 健身操、 民族
舞、 东方舞、 八段锦班上，
伴着音乐， 学员跟着老师认
真学习技巧， 增强体质； 书
法、 绘画、 牡丹班， 学员在
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，
修身养性； 古诗词班， 学员
在老师的引导下 ， 诵读诗
词 ， 体会中国古诗词的魅
力； 声乐、 摄影班， 学员在
学习中学到了更多的专业知
识， 同时提升了技能。

这些特色职工兴趣班课
程有助于学员开拓视野， 加
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与
积淀 ， 增强职工对快乐工
作 ， 健康生活的追求和体
验， 改变着东城区干部职工
的生活方式。

发挥文化阵地优势
整合资源精准服务

建特色兴趣班平台
职工增才艺展风采

职工文化兴趣班汇演现场

▲东城区职工参加瑜伽班

绘画班上职工相互交流 东城职工在老师的指导下练习舞蹈 书法班上职工专心临摹书法

荨东城职工在职工文化兴趣班汇演上展才艺


